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刘群标 郭柒军） 岳阳市
政府口岸办今天向记者透露，湖南华
光源海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岳阳
洋山”号江海轮已从城陵矶口岸启航
驶向上海洋山港。 这是7月份以来华
光公司投入城陵矶口岸至洋山港航

线运营的第4艘船舶、 第10个航次，
标志着湖南本土江海轮船队已经扬
帆长江城陵矶口岸至洋山港航线，开
启湖南航运物流发展崭新的一页。

岳阳市政府口岸办在加快大通
关建设的同时，加密城陵矶始发“五
定班轮”航线，主动服务岳阳至东盟、

澳大利亚国际接力航线，并进一步优
化拓展始发航线， 先后协调开通岳
常、 长岳水上巴士和岳阳至上海快
班， 筹备开通城陵矶口岸至日本、韩
国接力航线，为华光公司增加运力投
入运营洋山港航线提供政策咨询、资
质办理等服务。今年6月，华光公司重

金购入3艘江海轮， 平均载重吨位
8500吨，满载排水11000吨，加上租
赁1艘(载重吨位8200吨)，确保城陵
矶口岸至洋山港航线实现常态运营。

据华光公司董事长李卫红介绍，
后期还将建造或购置2艘并租赁2艘
同吨级江海轮，计划在2018年4月前
投入城陵矶口岸至洋山港航线。届
时，华光公司将拥有8艘满载排水万
吨级以上船舶的湖南本土江海轮船
队，实现岳阳至洋山港每周3班的常
态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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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肖章平 刘魁春 戴军 ）
湖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采取
小额扶贫信贷模式筹资，目前在建
设一个15万吨绿色生态稻谷仓储
项目。7月底，记者来到这家设在衡
阳县西渡高新区的企业，见工人们
在冒着烈日施工，为今年早稻收购
提供仓储设施。

角山米业总经理任贤龙介绍，当
地23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采取“分
户信贷、入股分红”方式，每户向衡州

农商银行贷款3万至5万元， 合计
8000万元，入股角山米业。公司每年
按入股资金10%给贫困户分红，分红
3年， 并安排部分贫困劳动力到公司
务工。 西渡镇盘龙村贫困户邓顺青
说，托“能人”的福，分红、务工加上种
田收入，今年脱贫没问题。

衡阳市委书记周农介绍， 所谓
“能人”是指涉农企业主、专业合作组
织负责人、种养大户等。据统计，目前
全市有1200多名“能人”，利用其所
办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

基地等实体，参与产业扶贫。
近年来，为推进精准扶贫，衡阳

市多方鼓励、支持“能人”参与产业扶
贫。该市集中省、市产业扶贫资金，整
合涉农资金，对“能人”所办实体予以
重点扶持。近两年，全市共整合资金
2.4亿元，重点扶持粮食、油茶、黄花
菜、水果、茶叶、家禽家畜等特色产业
扶贫项目。同时，落实国家、省金融扶
贫政策，由农业、金融和扶贫等部门
共同参与，对贫困户进行授信，贫困
户贷款入股“能人”所办实体，参与分

红。至今年6月底，全市已累计发放扶
贫小额贷款 5.05亿元 。 全市还有
7000余户贫困户通过流转土地给
“能人”，获取租金收益；有4.5万贫困
劳动力在“能人”所办实体打工，人均
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

对产业扶贫效果较好的“能人”，
衡阳市还给予优惠政策扶持。 近两
年，全市对“能人”共发放优惠政策扶
持资金2.6亿元。目前，全市“能人”已
兴办产业扶贫项目1500余个， 带动
3.2万户近10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衡阳千余能人兴业扶贫
兴办项目1500余个，带动近10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黎波 徐峰 汪建）“创作
新八景，献礼十九大！”8日上午，醴陵
市举行本土文化艺人创作“新醴陵八

景”成果汇报会，醴陵市委主要负责
人与该市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周益军
共同为“新醴陵八景”瓷作揭幕。

荩荩（下转3版③）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左
丹）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获悉， 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
三批录取工作于8月9日结束，录取
新生23431人。至此，我省今年本科
批次的录取工作任务圆满完成。据
统计，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的提前特
殊类型录取、 本科提前批、 本科一
批、本科二批、本科三批共录取本科
新生 17.47万人， 本科录取率达
42.53%。

专科批次的录取包括专科提前
批和高职专科批。今年，我省专科提
前批次录取安排在8月10日至11日

进行，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共48
所，在湘招生计划为4203人；高职专
科批录取时间为8月12日至20日，在
湘招生院校共566所， 招生计划为
122688人。 高职专科批平行一志愿
完成录退确认后，省教育考试院将于
8月16日前公布未满额院校的第一
次征集志愿计划，考生填报征集志愿
的时间为8月16日8时至18时； 第一
次征集志愿完成录退确认后仍不满
额的院校， 省教育考试院将于8月
19日前公布其第二次征集志愿计
划，考生填报征集志愿的时间为8月
19日8时至18时。 荩荩（下转3版①）

本科批次共录取
新生17.47万人

专科批次今起录取

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陈
昂昂）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来到省科技厅， 召开重点提案办理
协商会，领衔督办《关于大力推进我
省科技创新工作的建议》重点提案。
她强调， 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
一步将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依靠创新聚集发展新动能。

副省长向力力，省政协副主席、
省科技厅厅长赖明勇，省政协副主席
葛洪元，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出席
会议。

今年省政协全会期间， 九三学
社湖南省委向大会递交了《关于大
力推进我省科技创新工作的建议》
提案。 提案客观分析了湖南科技创
新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提出强化组
织协调，加大资源统筹力度，实施区
域性重大科技工程、 创新人才建设
工程和创新环境建设工程等建议，
获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的高度肯定和专门批示。省

政协将其列为重点提案， 由李微微
进行重点督办。

会上， 提案主办单位省科技厅
负责同志汇报了提案办理情况及初
步答复意见，会办单位省发改委、省
财政厅、省经信委、省人社厅等单位
负责同志作补充发言。 九三学社湖
南省委专职副主委王仁祥、 委员唐
成丽代表提案方对办理工作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专家学者代表邓子云、
李昌珠对提案办理提出了意见建
议。省委督查室负责同志发言。

李微微指出， 提案工作是人
民政协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
工作，认真办理好每件提案，既是
各承办单位的工作职责， 更是一
份政治担当。 要进一步推动形成
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 进一步将创新摆在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依靠创新
聚集发展新动能。

荩荩（下转2版）

李微微在督办重点提案时强调

依靠创新聚集发展新动能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主席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 省军区党委就省军区系统进一
步助力地方完成好脱贫攻坚任务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 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主席号令上来，统
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立起根本
遵循和工作指导， 主动站在第一方
阵全力助力脱贫攻坚， 持续掀起军
队支持地方脱贫攻坚热潮。

省军区党委强调， 各级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主席脱贫攻坚的重大战

略思想，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强化主
动作为的理念， 进一步健全工作机
制，创新帮扶举措，提高扶贫成效，
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贡
献。 要清醒认识我省脱贫攻坚面临
的形势任务，切实强化使命担当，充
分认清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
巨性、紧迫性，发挥贴近贫困乡村的
地缘优势， 民兵预备役人员遍布基
层的人才优势， 密切联系地方党委
政府的协调优势， 沟通当地驻军的
纽带优势， 把脱贫攻坚抓得紧而又
紧、实而又实。

荩荩（下转3版②）

� � � 省军区党委就支持地方脱贫攻坚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

站在第一方阵全力助力脱贫攻坚

� � � �“新醴陵八景”瓷作。 屈政亮 摄

一瓷一景一代言 亦画亦文亦讴歌

“新醴陵八景”瓷作献礼十九大

全国最长
土家织锦

8月9日，龙山县里
耶古城遗址公园，60名
身着盛装的土家族织女
展示织锦《甲子顺锦》。
该织锦是目前全国最长
的土家织锦， 长60米，
宽1.6米， 包含花草、鸟
兽、天象、勾花等经典图
案， 由8名土家织锦艺
人历时 8个月织造而
成， 全面展示了土家织
锦的特点与魅力。

曾祥辉 周金标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王身祥）8月上旬， 坐落在怀
化经开区的中国湖南·怀化跨境商品
交易中心项目主体完工，正在对外招
商。据悉，这将是武陵山片区目前唯
一的具有保税展示交易、全球物流的
大型外贸产业综合服务平台。

“怀化不靠海、不沿边，根本出路

在开放崛起。” 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
说，怀化提出了打造武陵山片区开放
型经济发展新高地的目标，着力建设
湖南向西开放“桥头堡”。

打通对外开放大通道。 年底前，
开通怀化点到点直达中欧班列，抓住
怀化至桂林铁路纳入国家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的契机，争取张吉怀客运专

线南延至桂林，争取开通怀化至东盟
铁路联运线。建设靖永郴铁路，努力
将怀化建成中欧铁路通道上的重要
节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连接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建设对外开放大平台。今年4月，
长沙海关驻怀化机构正式开办， 并引
进长沙华海报关公司设立怀化报关中

心， 使怀化拥有了一条方便快捷的外
贸进出口“高速通道”。广州港股份有
限公司还在怀化建设内陆港， 让怀化
通过铁海联运连接“海上丝绸之路”。

推进对外开放大合作。怀化加强
与成渝城市群产业分工协作， 携手武
陵山片区和贵州， 开发建设精品旅游
线路、高铁经济带。主动对接长株潭、
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积极建设省
级大湘西双向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大通道、大平台、大合作，推动
怀化大开放。 怀化市商务局负责人
介绍，今年上半年，怀化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30.87%， 到海关注册企业
新增22家。

打通大通道 建设大平台 推进大合作

怀化打出开放崛起“组合拳”
今年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0.87%

湖南本土江海轮船队岳阳启航
计划在明年4月前实现岳阳至上海洋山港每周3班的常态运营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裴艳奎）“在
家门口做事， 一年能赚万把元钱，还
能顾家，两不误。”日前，记者在临澧
县四新岗镇久丰村采访时， 村里贫
困户邵万忠高兴地说。因妻子生病、
儿子自顾不暇，邵万忠家里很困难。
但今年起， 他家有了3方面收入，包
括企业租其20多亩山地种油茶、年
付租金2000多元，他帮企业管护油
茶树、日务工收入150元，在种了油
茶苗的空隙地种花生、 年收入1000

多元。
在临澧县，越来越多的人像邵万

忠一样，走向脱贫致富。在脱贫攻坚
中，该县精准施策、产业先行、扶持到
户，利用当地荒山多的特点，大力种
植油茶、柑橘、脐橙等，每个贫困村发
展1至2个产业项目，形成“一村一品、
多村一品”。去年，全县发展“一村一
品”35万亩，有3000多户贫困户从事
特色种养， 共增收2500多万元。同
时，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免费提供技
能培训、推进村企对接等，鼓励工业

园区优质企业把加工车间前移建到
贫困村， 让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做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湖南先淘不锈钢卫浴有限公司
积极响应，率先在临澧县佘市镇雅林
村租用闲置烟叶烤房，成立快开水龙
头车间，主要对快开水龙头、地漏、角
阀进行加工、打磨、抛光、装配等。车
间现有厂房800平方米，吸纳村民40
多人就业，其中贫困村民30多人，人
均月收入1800元至4500元不等。

“园区企业进村设立‘扶贫车

间’，既解决了贫困户就业难、村集体
增收难，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用工
贵’， 激活了农村闲置资源， 一举多
得。” 临澧县扶贫移民开发局局长夏
小琼介绍，目前，全县已建农产品加
工、工艺品生产、电子组装等“扶贫车
间”10个， 安排贫困人口650多人就
业。今年内，将在每个贫困村至少建
一个“扶贫车间”。

据统计， 临澧县30个贫困村
35788名贫困人口中， 已有19572人
摘掉了贫困帽。

产业扶持到户 车间前移进村

临澧精准施策力拔穷根

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九寨沟7.0级地震抗震救灾纪实

贫困人口医保出台多项新规

“湘欧快线”双向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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